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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春晚，
“潮”范儿经典味更浓

□记者 龚正龙

“欢乐春节·美丽河北”：
走向海外，用真情讲述中国故事

井 陉 拉 花、沧 州 刘 吉 舞 狮、武 强 年
画⋯⋯春节期间，来自我省的这些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台湾佛光山亮相，
引来无数台湾同胞拍手称赞、佳评如潮。
这是我省第四次与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联合
举办“河北文化月”活动，也是2019年省文
化和旅游厅“欢乐春节·美丽河北”系列推
广活动之一。首次参加该活动的石家庄市
井陉文化馆馆长王雪梅激动地说：“两岸同
根同源，血浓于水，希望井陉拉花这种地域
特色鲜明的舞蹈形式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和喜爱，更希望以后多多开展文化交流活
动，增进彼此的感情，传承民间艺术。”

记者了解到，围绕农历春节，我省积极
推动河北文化走出去。在老挝参加“中老
旅游年”开幕式，并举办了“欢乐春节”民俗
庙会展演活动；与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合
作，组派综艺代表团与澳门市民共贺新春，
赢得广泛赞誉。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
为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燕赵文化影响力，
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与中国驻外
使馆和海外文化机构共同组织了 2019 海
外“欢乐春节·美丽河北”活动，分别在波
兰、塞尔维亚、希腊举行“欢乐春节——中
国新春音乐会”。

在波兰热舒夫音乐厅，由著名琵琶大
师涂善祥领衔，河北古筝演奏家张蓓、二胡
演奏家白玉与喀尔巴阡山爱乐乐团合作同
台演绎了中西音乐经典名曲，让波兰喀尔
巴阡山省观众欣赏到了一场中西合璧的新
年音乐盛会，其中《战马奔腾》更是被热情
的观众要求返场演奏；在塞尔维亚贝尔格
莱德科拉拉茨音乐厅，音乐会以气势磅礴
的《红旗颂》开场，之后《卡门组曲一号》《大
双人舞曲》《鞑靼舞曲》《云裳诉》依次奏响，
这些优美的乐曲在中塞艺术家的联合演绎
下相映生辉，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合 作 谱 曲 、同 台 排 练 、共 同 演
绎 ⋯⋯音乐无国界，民心能相通。河北代
表团每到一处，都带去一股“中国风”“河北
民乐热”。“音乐加深了我对中国的认识。”

希腊爱乐乐团单簧管演奏家 leuki 表示，
“我能感受到来自河北的真情，与河北艺术
家的合作令我受益匪浅，2019 年希腊爱乐
乐团将受邀赴石家庄和保定等地演出，我
十分期待！”

“中国民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的有机融
合，深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
流互鉴，形式的创新让观众耳目一新。”河
北宣传文化代表团相关人士在出席活动时
表示，通过国外观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加深
国外观众对中国的认识，激发对中国文化
的兴趣，这种以民乐为载体的交流方式，取
得了良好的交流和宣传效果，正在讲述着
一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

“欢乐中国年·魅力京津冀”：
三地协同，艺术之花绽放国际舞台

春节前，伴着一曲中国传统民歌《茉莉
花》的美妙乐音，2019 年“欢乐中国年·魅
力京津冀”活动在东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
斯拉开序幕。该活动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

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河
北杂技《柔术》、北京京剧《梨花颂》、天津民
乐《太极琴侠》等节目闪耀绽放，巴巴多斯
总督桑德拉·梅森还参观了京津冀三地非
遗展示，在巴巴多斯掀起了“中国春节热”

“京津冀文化热”。
此次活动举办期间恰逢巴巴多斯“鱼

龙节”，当地人士表示，“鱼”指巴巴多斯特
产飞鱼，“龙”则代表相距遥远的东方大国
中国。该活动的名字寄托了双方打造友好
交往和文化交流平台的共同期望。

继在巴巴多斯掀起“中国春节热”之
后，2019 年“欢乐中国年·魅力京津冀”活
动又亮相洛杉矶比佛利山市塞班剧院，开
启在美国的2019年度中国春节庆典之约。

演出期间，比佛利山市邀请当地政要、
金融、旅游、文化机构和企业负责人等约
500 人出席了“欢乐中国年·魅力京津冀”
VIP 专场活动。演出在一曲富含浓郁中国
风情的舞蹈《人间四月天》中徐徐拉开，而
河北杂技团的杂技《蹬伞》则引发热烈关
注，随着音乐或急或缓，精致灵巧的伞在表
演者的控制下，以健美有力的形体动作和

灵巧迅速的手法表演“双伞对传”等高难度
动作，尽显杂技之惊险奇绝，赢得阵阵掌
声。来自北京的京剧《贵妃醉酒》将中国传
统京剧和西方现代歌曲完美融合，来自天
津的武术表演《中华武魂》气势磅礴，动作
流畅⋯⋯让观众们深深沉浸在中国春节热
烈的喜庆氛围之中。

据悉，VIP 专场活动除了文艺演出，还
包括非遗展览展示和“欢乐中国年·魅力京
津冀”图片展等内容。其中，京津冀三地非遗
技艺包括北京京剧服饰、天津杨柳青等，我
省带去的蔚县剪纸等引起无数赞叹。而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推介，包括图片
展、宣传片播放和宣传资料发放，更是引发
嘉宾关注，纷纷向工作人员询问相关细节。

“许多民众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极具东
方风韵的演出和工艺，在现场纷纷合影留
念，希望到中国、到河北、到张家口去观光
旅游。”我省代表团几位成员说。比佛利山
市会议与旅游局总裁朱莉·瓦格表示，“欢
乐中国年·魅力京津冀”活动对于当地民众
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成果，增进彼此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

春节期间，我省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积极推进燕赵文化走出去——

燕赵文华 四海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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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伟宏

1月25日，2018年度河北省青少年短
道速滑锦标赛在河北奥体中心落幕。参赛
的76名运动员中，有33人来自保定；保定
市运动员共夺得 7 枚金牌，是各参赛队中
最多的。

翻看近年省内滑冰比赛的成绩，保定
几乎每次都是最大赢家。去年的第十五届
省运会速度滑冰比赛一共设置了 20 枚金
牌，其中 11 枚被保定市运动员夺走。而在
2017 年度河北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
上，保定选手获得的金牌也是最多的。

保定市的滑冰人才输送也快人一步。
去年成立的省短道速滑队现有队员20人，
其中6人是保定输送的，为全省各地最多。

保定并不是我省冰资源最丰富的地
区，却为什么能成为我省速度滑冰项目的
佼佼者？

“体社结合”迈出专业化第一步

“别人是‘轮转冰’，我们是‘轮兼冰’，
这或许是我们比省内其他地区更早、更快
出成绩的关键。”保定市体育局竞体处处
长孟英利说。

据介绍，入选省短道速滑队的 6 名保
定运动员，全都出自“轮冰兼修”的保定猎
隼轮滑滑冰俱乐部。

猎隼轮滑滑冰俱乐部发起人、教练彭
学志说，该俱乐部虽然因轮滑为人熟知，
学员近年在省内、国内轮滑大赛上拿到不
少成绩，但俱乐部 2006 年成立却缘起滑
冰——最初是为教孩子们滑冰，轮滑只是
被当作夏季训练的辅助手段。

“因为轮滑和滑冰既有互通性，又有
互补性，所以我们俱乐部从一开始就是

‘两条腿走路’，学员大多既会轮滑又会滑
冰。没想到现在成了优势。”彭学志说。

省速度滑冰队教练田国俊表示，轮转
冰是目前我国很多地方推广滑冰运动采
用的途径，虽然这两项运动基本动作相似，
但还是有所区别。他在省队带过的几名保
定运动员，因为既有轮滑又有滑冰基础，相
比没有滑冰基础的跨项队员进步要更快。

基于这样的优势，2016 年，保定市体
育局与猎隼轮滑滑冰俱乐部合作，成立了
保定市速度滑冰队。借助该俱乐部的教练
和梯队资源，保定滑冰运动发展迈出专业
化第一步，训练水平快速提高。

如今，常年在猎隼轮滑滑冰俱乐部训
练的青少年有 200 余人，而保定市有一定
规模的轮滑和滑冰俱乐部已达6家。孟英利
表示，“体社结合”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滑
冰竞技人才培养的积极性，扩大了选材面。

“体教结合”夯实速滑人才基础

1 月 9 日傍晚，保定市体育运动学校
的冰场上灯火通明。在年轻教练孟鹏雁的
带领下，十几个小运动员正在冰场边的跑
道上慢跑热身。保定市速度滑冰队的夜间
上冰课即将开始。

这个冰场原本是一个轮滑场。2017
年冬天，保定市速度滑冰队的 3 名教练经
过连续 4 个晚上轮流泼水浇冰，终于将轮
滑场“改造”成了冰场。此后，每到冬天他
们如法炮制，这里也作为保定市唯一一块
露天冰场渐渐名闻遐迩。

为挖掘和培养更多轮滑滑冰好苗子，
从与猎隼俱乐部的“体社结合”得到启发，
2017年，保定市开始大力推进“体教结合”。

天鹅小学是保定市探索轮滑滑冰“体
教结合”的较早学校之一。这所学校修建

了一个标准速度轮滑场地，并将轮滑列入
校本课程，校内上千名学生可在体育课上
学习轮滑。该校还针对有潜质的学生开设
轮滑特色班，目前特色班有学生近60人。

除了天鹅小学，保定市区内的复兴路
小学和保定七中也在 2017 年成为“河北
省冬季项目传统校”，以开展轮滑运动为
主打造滑冰运动的塔基。

2018 年，保定市扩大轮滑滑冰“体教
结合”覆盖面，高阳县春蕾小学、涞源三中
等 4 所开展速度轮滑、速度滑冰教学训练
的学校跻身“河北省冬季项目传统校”。

从市区到周边县市，由点到面，保定市
的速度滑冰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形成，仅有
关学校每年接触轮滑或滑冰运动的学生就
有数千人。今年，保定市开展速度轮滑、速
度滑冰教学训练的学校将进一步增加。

“造点扩面”瞄准长期人才输送

“我们想把这里打造成保定的速度滑
冰人才培训基地，这块场地没准就是以后
的冠军摇篮。”在涞源三中，孟英利指着眼
前的体育场憧憬着。

涞源三中有不错的轮滑和滑冰基础，
且宿舍多，能够在寒暑假承接大量人员训
练和比赛。更有利的是，涞源冬季室外冰
期长达 5 个月，而保定市区只有 2 个月左
右；处于较高海拔的涞源夏季温度也较
低，有利于暑假期间进行夏训。

据透露，保定市体育局已就建造高标
准轮滑场一事与涞源三中达成初步共识，
场地建设有望在今年正式推进。

冰场资源不足，仍是保定滑冰发展面
临的最大短板。如果涞源三中的冰场能够
建成，不仅可以更广泛地开展滑冰业余训
练，还可以借助这块场地举办省级以下的
轮滑和滑冰赛事，对保定市滑冰运动发展
无疑将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教练少是保定滑冰面临的另一个短
板。为此，在“请进来”的同时，该市还加大力
度培养本地基层教练。2018年，保定市首次
举办轮滑和滑冰教练员培训班。今年，保定
市体育局计划进一步扩大培训覆盖面，为每
个县市区至少培训一名轮滑和滑冰教练员。

省内比赛屡次成为最大赢家，向省队输送短道速滑人才领跑各市——

保定滑冰何以快速崛起

□韩 莉

曾几何时，央视春晚成为了大年三十“年夜饭”的
一道主打菜。常有人说，不看春晚的年如同没有饺子
吃的人生一样不圆满。非但如此，每年春晚从导演是
谁、特色几何，到个中细节、谁能最终亮相⋯⋯都成了
当之无愧的“热搜”。越是节目单严防死守防曝光越是
有人多方打探，谁如果能在春晚上露个脸、亮个嗓，那
就是这一年里当之无愧的大牌，春晚小品里诞生出的
坊间流行语录，也必然毫无争议地盛行在街头巷尾。

近年来，央视春晚在推陈出新上频出大招。2019
年的春晚更让人刮目相看——“潮”得厉害，经典依
旧。不知不觉中，诸多年轻观众被拽回电视机前，老铁
们也更加坚守。

“潮”的是让人热血沸腾的梦想。“我们都是追梦
人，千山万水奔向天地跑道，你追我赶风起云涌春潮，
海阔天空敞开温暖怀抱⋯⋯”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
唱出万丈豪情，让人热血沸腾；“我奋斗我幸福，我们要
在这个世界，留下自己独有的脚步⋯⋯”歌曲《我奋
斗 我幸福》唱得拼搏奋斗、无问西东；小品《爱的代
驾》演绎创业故事，干了这碗鸡汤，励志梦可追⋯⋯

“潮”的是年轻人最爱的时尚声音和面孔。李易
峰、朱一龙合作的《青春跃起来》，将歌曲与篮球神奇搭
配组合，毫无违和感；杨颖与杨宗纬合唱的《雪花赋》，
从歌声到舞美精心设置，美不胜收；凤凰传奇、钟汉良、
迪丽热巴、张艺兴、周冬雨共同演唱的歌曲《中国喜事》
吸引无数目光。这些自带流量的年轻面孔成为难以抗
拒的“潮”引力。

“潮”的是满满的接地气、时代感。7个小品个个
出彩，每一个故事都是讲述再平常不过的“你我他”。
《站台》落脚在大年三十的高铁站：老夫妻就算忘了对
方名字，也忘不了深埋的爱；小夫妻为去谁家过年，从
争执到互相理解；站台上短暂相见的夫妻，满眼都是
爱。《办公室的故事》每个梗都真实可信，笑中带泪，感
悟职场真情。《占位子》聚焦家庭教育问题，各位家长的
心态直接折射了现实生活中父亲母亲的挚爱与焦虑。
蔡明、潘长江、翟天临、葛优、乔杉组合表演的小品《“儿
子”来了》，更是把一些不法分子用一些养生讲座、情感
推销等手段专门欺骗老年人巨额购买养生器材、保健
品等牟取暴利的现实，剖析得淋漓尽致。

“潮”的还是最新传播技术手段。今年的春晚率先
用上了5G网络传输，在4K的基础上加入5.1环绕声，在
井冈山、长春一汽、深圳分会场给观众带来了全景体
验——更高清晰度、更宽色域、更高动态范围视频和环
绕声音频体验，其效果就是在桌边炕头看春晚堪比影
院看大片。今年的春晚，站上融合创新的“C”位，甚是帅
气带感。

一路走来，央视春晚像极了今年春晚葛优的那款
风衣，除了应季款的时尚潮范儿，更有无人能及的“经
典”味道。

□记者 龚正龙

2月10日，正月初六，尽管已
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河北
博物院南门和北门外，等候检票
参观展览的人们依然热情不减。

“从正月初一开始，每天一开馆就
游客不断，很多是全家老少齐动
员，真是盛况空前！”河北博物院
志愿者张艳君告诉记者，河北博
物院接连两天采取整体限流措
施，甚至对于部分火爆展厅，早在
正月初一就在展厅门口启动了高
峰时段限流。

春 节 期 间 ，河 北 博 物 院 文
化活动非常丰富，除 9 个常设陈
列展览外，还增加了 7 个临时展
览。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春
节前刚刚开展的《敦煌不再遥
远——走进河北》，展览由原大
洞窟复制、高保真壁画精品、彩塑
三维重建艺术复原等板块组成，
引得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
返。这种热闹的场面在春节假日
丝毫未减，且愈加火爆。走进河
北博物院北区 7、8 号展厅，扑面
而来的佛像、飞天、伎乐、仙女，各
式各样的精美图案，把千年前的
繁华再现于眼前。记者置身人流
之中缓慢移动，感觉到一种深深
的震撼。

走过敦煌展厅，十几米开外
就是《彩绘地中海：一座古城的文
明与幻想》，这是河北博物院与意
大利帕埃斯图姆考古遗址公园联
合推出的展览。展览以帕埃斯图
姆这座享誉国际的历史文化名城
的地下历史为线索，以考古发掘
成果为切入点，将近10年的最新
发掘成果，百余件（套）精美文物展现出来。据悉，此次
所有展品都是首次走出欧洲。“快看啊！彩绘陶器、雕塑
作品、建筑构件⋯⋯在国内也能欣赏到这些绚丽多姿的
艺术品，真是太好啦！”展厅内，一位来自邯郸的中学女
教师和爱人被这些洋溢着异国风情的文物深深吸引。

此外，《金猪拱福——己亥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
展》《“连年有余——己亥迎春”装置艺术展》《笔墨文心
五百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书画展》等展览讲
述了关于新年的民俗知识，并辅以剪纸、年画等主题教
育活动，营造出吉祥、和谐、喜庆的新春氛围。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春节变得更有意
义，需要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含量。”河北博物院院长罗
向军说，最近几年，河北博物院特别注重传统民俗节
日，不断发掘其文化内涵，并努力通过各种展览来呈现
和烘托。尤其是春节，其实已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节
日。河北博物院努力打造“世界故事”“中国故事”这两
大展览板块，在春节前后引入国内以及世界各地的精
品展览，让河北乃至京津的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不同的
文化，既满足人们高质量的文化需求，又树立起文化
自信。

“据初步统计，正月初一至今，入馆参观者逾7.6万
人次，正月初五创今年春节假期单日参观记录，达到
1.7 万人次。”2 月 10 日晚，张艳君告诉记者，为保证观
众参观质量，继正月初五（2 月 9 日）、初六（2 月 10 日）
采取整体限流措施之后，正月十二（2月16日）、正月十
三（2 月 17 日）这两天也将进行整体限流，希望广大观
众避开高峰期进馆参观。

正月初一至正月初六

，河北博物院参观者逾

7
.6

万人次

—
—

博物馆里过大年

□记者 刘剑英

2 月 9 日，正月初五，邯郸永年区刘营
镇龙泉村文化广场上，《快赞子》《霸王鞭》
等一曲曲经典吹歌曲目，让数百位村民和
游客听得如痴如醉。

“以前只听说过永年吹歌这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近距离感受它的魅
力，真是太棒了。”邯郸市游客崔先生特意
带着孩子来乡村感受年味儿，丰富多彩的

非遗曲目展演，让他感觉这个春节别有一
番文化气息。

“唢呐音色明亮、粗犷，善于表现热烈
奔放的场面和欢快兴奋的情绪，还能模仿
人声及多种动物的鸣叫，深受群众喜爱。”
演出团队负责人刘海民介绍，永年吹歌
2006 年被确定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主要采用唢呐、大管、咔碗等乐器
吹奏出各种曲调，距今已有 600多年历史，
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民间文艺。“老百姓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咱要吹奏出新时代的
新气象，表达出百姓的新希望新梦想。”刘
海民说。

距龙泉村仅 4 公里的刘汉乡宁屯村，
另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永
年西调的传统经典曲目《翠屏山》正在精彩
上演。尽管天气寒冷，但舞台上声情并茂
的演唱，扣人心弦的剧情，吸引了三里五乡
的群众把现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沧桑古城墙，悠悠护城河。永年广府

镇是闻名遐迩的“古城、水城、太极城”，2
月 9 日下午，记者从古城东门“阳和门”入
城，拾级而上，登临古城墙，举目远眺，古城
风貌尽收眼底。城墙上，太极拳名家的表
演行云流水，引得不少游客拿出手机、相机
拍照。一些太极拳爱好者，还在太极名家
现场指导下，专注地练起拳来。

永年是文化大区，拥有永年吹歌、杨式
太极拳、武式太极拳、永年抬花桌等 12 项
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日期间，
我们举办了‘非遗遇上春节’文化下乡活
动，组织各级非遗项目传承人、专业及群众
文化团体走进乡村、景区，开展非遗项目集
中展演，丰富群众和游客节日文化生活。”
永年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庆介绍，整个
活动将持续到农历二月初二，各类演出将
达200多场。

非遗展演闹新春
——在邯郸永年区

1月25日，
在省青少年短
道速滑锦标赛
乙 组 男 子
1500 米 的 比
赛中，保定市
的覃昱豪（左）
夺得第一名。
记者 耿 辉摄


